
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11月 27日 

代祷事项： 
 

1) 为本堂的宣教士吴哲仙、吴哲微、江梅花代祷。 

2）  M24-7为国及教会守望代祷。 

3） 为病痛者代祷：刘宝珠（大肠癌）、卢贤新（血癌） 

4) 会考生： SPM（7/11-5/12/16）：姚知成、周凯雯、黄安琪、黄凯莉、许忆涵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邹梓捷、黄拔贤、吴明芳、林莹   

《宣教关怀》散居海外华人祷告文： 

万军之耶和华，  求祢打开福音之门,让散居在海外的华人有机会认识祢。为了

生计，他们在世界各地打拼，大部分都是未得之民。因此，我们求祢赐在英国宣

教的许广铮牧师夫妇和阮文顺牧师夫妇；在南非的谢必胜牧师夫妇；在柬普寨的

余琤琤宣教士智慧和能力传福音给海外的华人，使海外华人在追求更好的生活时

得着最大的属灵财富，在忙碌中有属灵的依靠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 

 
 

代理：陈洁荷牧师 
 085-655623（H）         012-8786313(H/P） 

聚  会  时  间  表 

主日崇拜 

儿童主日学 

儿童诗班 

少年诗班 

成人主日学 

堂会诗班 

乐龄小组 

祷告会 

成年团契 

少年军 

青年团契 

少年团契 

星期日早上 8:00am  - 9:30am 

星期日早上 8:00am  - 9:30am 

星期日早上 9:45am  - 10:30am 

星期日早上 9:45am  - 10:30am 

星期日早上 10:00am - 10:45am 

星期二晚上 8:00pm  - 9:30pm 

星期三早上 9:15am  - 10:15am(每月一次) 

星期四晚上 7:45pm  - 8:45pm 

星期五晚上 7:30pm  - 9:00pm 

星期六下午 2:00pm – 4:00pm 

星期六晚上 7:30pm  - 9:15pm 

星期日下午 2:00pm  - 3:30pm 

 

 

 

 

 

选择感恩 
无论做什么……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藉着祂感谢父上帝。-歌罗西书 3章 17节 
 

每年秋天，我们都会在基石大学的校园中，举办丰盛的感恩节盛宴。学

生们都非常喜欢这个活动！去年有些学生边吃边玩游戏，他们挑战对方要在

三秒钟内说一件感恩的事，而且不能重复别人已经说过的事。任何人只要稍

有迟疑，就出局了。 
 

其实大学生可以抱怨的事有一大箩筐，诸如考试、交报告、课堂规定和

种种对校园生活的不满，但这群学生却选择做个感恩的人，我猜他们在玩过

这游戏之后，心情应该要比选择抱怨更愉快。 
 

尽管可以抱怨的事情实在不少，但只要留心观察，在我们身边总会有值

得感恩的事。当保罗谈到我们在基督里成为“新人”时，“感谢”是唯一被

他多次提及的特征。事实上，他一共提了三次。他在歌罗西书 3章 15节说，

“要存感谢的心”，又说要“心被恩感，歌颂上帝”（16节） ，且无论做

什么，都要“感谢父上帝”（17节） 。如果我们想到保罗写这封信时正身

陷囹圄，他对感恩的教导就更令人惊叹了！ 
 

今天，就让我们选择以感恩的态度来生活吧！ 

 

主啊，求祢教导我懂得感恩，让我得着自由的喜乐！ 

求祢帮助我，从我经常抱怨的事看到其中的祝福， 

且能常常向祢以及他人表达我的感谢。 
 

选择感恩的态度。 
 

 

https://www.biblegateway.com/passage/?search=%E6%AD%8C%E7%BE%85%E8%A5%BF%E6%9B%B8%203:16&version=CUVMPS
https://www.biblegateway.com/passage/?search=%E6%AD%8C%E7%BE%85%E8%A5%BF%E6%9B%B8%203:17&version=CUVMPS


 

播 恩 堂 将 临 期 第 一 主 日 崇 拜 秩 序 
                  宣 扬 圣 经 圣 洁，更 新 转 化 国 家 

 

 

 

 

 

 
教会年历颜色 ：紫色象征忏悔、尊重、王权               注明（•）：会众坐 ；（€）：会众站 

 
 

基督将临，当儆醒等候 
 • 宣    告：             读经员 
 

 • 静    默：            会众 
 

进    殿：   《凡有血气》普颂 91 首 会众 
 

燃    烛（启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黄韵惠本处传道 
 

回    应：   《预备上主道路》新普 126 首            会众 
 

赞    美：                  领诗小组/会众 
 

祈    求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黄韵惠本处传道 
 

仰    望：   《主祷文》普颂 648 首  会众 
 

 • 献    唱：   《报福音传喜讯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堂会诗班 
 

诗    篇（启应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司会/会众/诗班 
 

 • 福    音：  马太福音 24：36-4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詹惠颖 
 

等    候：   《欢迎新郎》普颂 90 首（第一节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会众 
 

 • 经    文：      马可福音 10：35-4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司会 
 

 • 宣    讲：      甘为仆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黄韵惠本处传道 
 

宣    认：   《使徒信经 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黄韵惠本处传道 
 

 • 奉    献：   《奉献全生歌》普颂 403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会众  
 

献    呈：   《奉献诗》普颂 645 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会众 
 

 • 关心家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田汭翰会友领袖 
 

等    候：   《欢迎新郎》普颂 89 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会众 
 

祝    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黄韵惠本处传道 
 

回    应：   《四叠阿门颂》普颂 675 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会众  
 

退殿诗歌：   《以马内利来临歌》新普 139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会众 

 

 

 

 

 

 

20/11/2016成年主日崇拜人数与奉献 

*卫理报之友请留意：欲更新卫理报之友者，请在奉献信奉上注明“卫理报之友更新” 

 
2016年播恩楼信心奉献 

2016 年目标 2016 年收入 尚差 

RM120，000.00 RM96,352.50 RM23,647.50 

 
来临各肢体活动 

团契 乐龄 成团 青团 少团 男少年军 

下周聚会节目 21/12  小组 圣诞游行 宝剑练习 圣诞游行 

 
十二月份的祷告会事奉人员 

日期 主持 助唱 司琴 电脑控制 音响控制员 上周人数 

01/12 卫理公会联合祷告会（感恩堂） 36 

08/12 刘贤平 其兴、秀慧 张雅星 李娜珍 明安、亨和  

15/12 陈牧师 其兴、秀慧 张雅星 李娜珍 明安、亨和  

22/12 陈牧师 其兴、秀慧 张雅星 李娜珍 明安、亨和  

29/12 陈牧师 其兴、秀慧 张雅星 李娜珍 明安、亨和  

 
   将临期第二主日兼圣餐主日崇拜(04/12/16)事奉人员 

 

宣召：赛 11：1-10        新约：罗 15：4-13        

音响控制 : B 组                   电脑控制 :林孝鸿 

福音车驾驶员: (崇拜) 黄守安（01110553426）    

              (少团) 黄祥武（0138374686） 

 

 

聚会 人数  人数目标 奉献 RM 奉献目标 其它奉献 RM  

 成人 儿童      

崇拜 171 4 240 1,529.00 1,500.00 3.050.00 

主日学 12 64 100 212.45    

国语主日学 7 5     

讲员 领会  读经者 助唱 崇拜司琴  执事招待 招待 诗歌（普颂） 

陈洁荷 

牧师 

黄韵惠 

本处传道 
田汭翰 李娜珍 陈洁花 詹惠颖 E组 

普 92、新普 126 

新普 131、 

新普 139(第一、四、

五节) 

证    道：黄韵惠本处传道          领诗小组：A组 

司    会: 池丽珠        崇拜司琴：田承毅 

招    待：D组          音响操控员：B组 

执事招待：黄欣仁                    电脑操控员：王靖惟 

读 经 员：詹惠颖         献 花 者：钱本强合家 

 

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 



 

家事分享 
 

 

 

1. 诚心欢迎：弟兄姐妹来参加主日崇拜，更欢迎新来的朋友，请你与牧者或招待员 

联络，彼此认识,代祷。感谢黄韵惠本处传道在我们中间宣讲神的道。愿神赐福与 

他和他的家人。 
 

2. 守时运动: 意义：敬畏、尊重、肃静 

         定义：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来表明对人的重视 

  警醒守时，尊重上帝，见证主名。 
 

3. 下周是圣餐主日。日期：12月 4日（日）8：00am 

 襄理者：黄韵惠本处传道、刘贤平执事、余养琛执事 
 

4. 播恩堂书记徵聘启事： 

工作地點：播恩堂            工作天：每周一～周六 

条件: (1) 基督徒 (2) 学历: SPM   (3) 諳中文    (4) 电脑行政 

＊预计十二月開始上班。有意者请呈上申请信给执事会主席刘贤平。 
 

5. 洗礼，入会（坚信礼）请速报名:  洗礼与入会日期：12月 25日 

 a）入会（坚信礼）：上课时间：11/12、18/12崇拜后 
 

6. 各肢体会议时间表：   

日期 肢体 地点 

12月 11日（日）7:30pm 少年军第五次会议  

 

 

播恩中心 

12月 19日（一）7:30pm 2017年青团第一次会议 

12月 20日（二）7:30pm 2017年成团第一次会议 

12月 21日（三）7:30pm 2016年执事会第五次会议 

12月 23日（五）7:30pm 2017年少年军第一次会议 

12月 26日（一）7:00pm 2017年儿童主日学第一次会议 

12月 27日（二）7:30pm 2017年少团第一次会议 

2017年 1月 1日(日)崇拜后 10:30am 2017年执事研讨会 
 

 

7. 本堂圣诞节系列活动：   

日期 活动 地点 

12月 18日（日）7:00pm ** 报佳音 会友家 

12月 18日（日）2:00pm 分发福音单张 Permy区 

12月 24日（六）7:30pm 音乐布道会 播恩堂 

12月 25日（日）8:00am 圣诞节崇拜 播恩堂 

12月 25日（日）2:00pm-4:00pm 主日学圣诞欢乐 播恩堂 

12月 25日（日）3:00pm 教区国语圣诞崇拜 杜当堂 

  **凡有意参与报或接待报佳音队的会友们，请在玻璃门处写上你们的姓名和住址。  

 

 
 

 

 

教区/年会事工 
 

1. 2016 年联合圣诞游行：主题：耶稣给你平安 

 日期：12月 3日（六）5:00pm           集合地点：扇形公园 

   本堂人数目标：270 人 

   采用 2013 年大游行之 T-Shirt，如未拥有者，则穿白衣。 
 

2. 2017 年延伸神学教育： 

 课程：新约导论（上）3个学分    地点：美安堂 

 开课日期：2017 年 2月至 5月          报名截止：2016年 12月 31 日 
 

3. 年会资讯传播部征才启事： 诚征文字编辑与宣传同工 

 有意者请将履历、成绩表与文凭影印本、牧者推荐信及作品寄至年会资讯传播部。 

 地址：No7， Tingkat 2，Lorong 1，Jalan Tuanku Osman,96000, Sibu. 

 电话/传真：084-347675，email:icbsarawak@gmail.com 
 

4. 某确类门训定义。决定成效 

 日期：2017年 2月 17 – 18日   地点：美乐大酒店     大会语言：英翻华 

 请向办公室索取报名表格或在网上报名 www.idmc.org.my/miri 

 大会讲员：曾金发牧师 Rev.Edmund Chan 及曾麦翠莲师母 Pastor Ann Chan 

 
 
 

  
 

 

2016 年十二月份崇拜事奉表及各团契节目表 
                成年团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青年团契 

日期 节目 领会 领唱  日期 节目 领会 领唱 

02/12 小组 03/12 圣诞游行 

09/12 沙巴之旅 10/12 查经 丽薇 莉菁 

16/12 小组 17/12 预祝圣诞节 发联 文朝 

23/12 预祝圣诞 文如 茂丰 24/12 堂会音乐布道会 

30/12 BBQ 养琛 茂丰 30/12 成青联谊 

                   少年团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男少年军 
日期 节目 领会 领诗小组  日期 节目 

04/12 宝剑练习 志勇 祈胜、凯雯  03/12 美里圣诞游行 

11/12 查经 我涵 世淮、明芳  10/12 民都鲁圣诞游行 

18/12 分福音单张  17/12 体能：跳绳 

24/12 堂会音乐布道会  24/12 预祝圣诞节 

25/12 与主日学联谊  31/12 茶会 

 主日崇拜事奉轮值表 
日期 司会 读经员 执事招待 领诗小组 崇拜司琴 招待 音响 LCD 

04/12 黄韵惠 田汭翰 詹惠颖 李娜珍 陈洁花 E  

C 组 

 

 

林孝鸿 

11/12 钱本强 田汭翰 徐希津 B 刘世稳 A 刘世淮 

18/12 方丽薇 田汭翰 江珠瑛 C 张雅星 B 周凯雯 

25/12 田汭翰 田汭翰 黄拔春 D 庄秀婉 C 王靖惟 

 

http://www.idmc.org.my/miri

